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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 亢 何雨欣
项开来 涂洪长

一座县城,因砥砺奋进而沧桑巨
变,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写下耀眼篇
章。

一种经验,因高瞻远瞩而历久弥
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

重要路标。
今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 40 年,

习近平同志提出“晋江经验”16年。
“锐意改革、大胆创新，闯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规模经
济+外向型经济+特色产业+山海协
作+服务型政府”“六个始终坚持、正
确处理好五个关系”⋯⋯“晋江经验”

成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也印证
了拼搏奋斗的无穷力量和累累收获。

回溯“晋江经验”的形成过程，一
条线索清晰可见:改革开放的天时,凭
海临风的地利,爱拼会赢的人和,汇聚
起晋江“由农到工、从贫到富、由弱到
强”跨越的澎湃力量。

（下转第四版）

敢为天下先 爱拼才会赢
——“晋江经验”启示录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日
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东峰到秦皇岛调研检查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把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全
力支持配合中央督导组工作，
坚持深挖彻查，加大“一案三
查”力度，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务求取得
扎实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勤参加有关活动。

调研期间，王东峰、许勤到
秦皇岛市基层治安服务站亲切
看望执勤公安干警，认真听取
工作汇报，勉励大家提高思想
认识，牢记职责使命，扎实开展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人民群
众创造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
王东峰还深入到昌黎县五峰山
村，看望当地干部群众，实地检
查农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县乡村党员干部、基层派出所
干警意见建议。

王东峰指出，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坚持政治站位，把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为维护和捍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
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
作为践行“四个意识”、对党绝
对忠诚的现实检验，坚持五级
书记亲自抓，严格落实各级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督
导检查和考核问责，以扫黑除
恶的实际成效坚决当好首都政
治“护城河”。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一案
三查”，全面抓好中央督导组反
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广泛发动
人民群众投诉举报，充分发挥
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的有效作
用，既查办黑恶势力犯罪，又追
查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

“保护伞”，倒查党委、政府的主
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责任，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要
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部门职能
责任，建立健全责任链条，围绕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
中开展专项整治，构建上下联
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要坚持强基固本，夯实基层基础，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大力整
顿基层软弱涣散党组织，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提高基
层派出所源头防控能力，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有力保障。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生，副省长刘凯参加调研检查。

王东峰在秦皇岛调研检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时强调坚持深挖彻查

加大

﹃
一案三查

﹄
力度

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许勤参加有关活动

赵一德在行唐县调研残疾人扶贫
脱贫工作时强调

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政策
着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
本报讯（记者赵建）7 月 7 日，

省委副书记赵一德就残疾人扶贫
脱贫工作到石家庄市行唐县调研
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残疾人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
实各项保障政策，着力搭建就业创
业平台，不断提高贫困残疾人基本
民生保障和收入水平，确保贫困残
疾人如期高质量脱贫。

赵一德先后来到行唐县残疾
人“双创园”、南桥镇故郡村，仔细

询问贫困残疾人生产生活状况，深
入了解残疾人政策落实和产业就
业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对行唐县把
残疾人康复与扶贫脱贫结合起来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赵一德指
出，确保到 2020 年贫困残疾人如
期脱贫，事关广大贫困残疾人的切
身利益，事关国家脱贫攻坚战的最
后胜利，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的实现，要以更有力、更精准的
措施，扎实推进贫困残疾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孙
阁）从省林业厅获悉，目前，今年我
省春季营造林已全部结束，共完成
营造林 635.3 万亩，全省正在做雨
季营造林准备。

从各项造林工程看，今年春
季，人工造林完成399.2万亩，封山
育林完成 128.7 万亩，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完成107.4万亩。交通干线
廊道绿化完成 2403.2 公里，面积
75.5 万亩；环城林建设完成 562.8

公里，面积 19.7 万亩；村庄绿化完
成 28.4 万亩；雄安新区森林城市建
设完成 8.7 万亩；太行山绿化完成
156.3 万亩；京津保平原生态过渡
带造林完成65.5万亩。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下达 2018 年营造林计划的通
知》，今年我省将重点实施张家口
冬奥会绿化、雄安新区森林城市建
设、太行山-燕山绿化等六大国土
绿化工程，完成营造林917万亩。

我省完成春季营造林635.3万亩
本报讯（记者刘荣荣 通讯员李

泽明）7月4日至7日，省委巡视组分别
向九届省委第四轮巡视的定州市、辛
集市 2 个省直管县（市），唐山市开平
区、唐山市丰南区、张家口市万全区、
怀安县、涞源县、望都县、衡水市桃城
区、武强县、新河县、内丘县、武安市、
鸡泽县、石家庄市鹿泉区、行唐县、大
厂回族自治县、固安县、承德市鹰手营
子矿区、滦平县、南皮县、海兴县等 20
个县（市、区）党委反馈了巡视意见，并
向相关市委通报了有关情况。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3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省委巡视组对定州市、辛集市
2 个省直管县（市）和唐山市开平区等
20 个县（市、区）开展了常规巡视。巡
视期间，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习近平巡视工作思想，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
自觉履行“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夺取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等情况，进行全面政

治体检，加强对上届巡视整改情况的
监督检查。通过开展个别谈话，受理
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
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了巡视组
的巡视情况汇报。省委书记专题会议
听取了九届省委第四轮巡视综合情况
汇报，就做好反馈和整改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

根据省委巡视组的反馈意见，被
巡视县（市、区）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
有：（下转第五版）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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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巡视组向2个省直管县（市）和
20个县（市、区）党委反馈巡视情况

□记者 马彦铭

“国际质量管理卓越和创新钻石
奖”是 B.I.D（国际质量权威组织）的最
高奖项。该奖项的评价标准涉及质量
控制 100 原则、顾客满意度、行业领
先、技术等 12 个领域，是衡量企业全
面质量管理水平的权威标准。

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
高质量。近年来，君乐宝乳业集团先
后 通 过 了 IFS、BRC、ISO9001、
ISO14001、HACCP、清真、诚信管理
体系等认证，其中奶粉工厂通过了国
际食品标准（IFS）认证、全球食品安全
标准（BRC)AA+级认证。通过对标
国际最高标准、国际最好水平，君乐宝
乳业集团全力为消费者打造好奶。

独创“四个世界级”标准，
产出好奶粉

每天来到工作岗位后，第一项工
作是清洁车间墙壁地面、设备内壁外
壁，这对君乐宝乳业集团君源奶粉工厂
生产车间员工张卓来说，再正常不过。

7 月 4 日上午 8 时，隔着参观通道
的玻璃，记者看到，张卓把一块白色毛
巾折叠起来，先后用毛巾的不同折叠
面擦拭地面，每擦拭十平方米地面更
换一块毛巾。

君源奶粉工厂生产车间副主任林
龙介绍，为了保证生产车间的万级洁
净标准，进入车间的空气都经过了初
效、中效和高效三级过滤，以及紫外线
杀菌。在此基础上，他们把生产车间
分为洁净作业区、准洁净作业区和一
般区域，每天对设备、地面、墙壁等不
同区域，使用不同颜色的毛巾，用消毒
剂进行分区域擦拭，防止交叉污染，严
格控制微生物，保证尘埃粒子数合格。

经常选用君乐宝婴幼儿奶粉的消

费者会发现，奶粉颗粒大、溶解快、不
沉淀、不挂壁，口感也更好。君乐宝乳
业集团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说，
君乐宝婴幼儿奶粉采用湿法工艺，在
鲜奶液态状态下进行各种原材料混
合，再经高温喷粉干燥等工序还原成
粉状，该工艺优势在于可以保证各种
营养元素混合均匀。与干法工艺将大
包粉与营养元素通过设备进行搅拌不
同，使用湿法工艺，要求奶企自建奶源
和奶粉加工厂。在君源奶粉工厂，奶

牛刚产下的新鲜原奶快速制冷后，经
封闭管道直接进入奶车，24 小时之内
即可制成奶粉。

新鲜奶源、先进工艺，还有一流设
备。在参观通道，记者看到，自动化灌
装生产线的静态流化床正在工作。刘
森淼介绍，君源奶粉工厂的自动化灌
装生产线，由德国GEA公司按世界先
进技术标准，融汇 20 多项专利设计制
造，实现了机械手自动卸垛、铁听整
理、杀菌检测、（下转第四版）

对标最高标准 坚持最严要求
——君乐宝乳业集团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中）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完 善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

（2018年6月30日）

国有金融资本是推进国家现代
化、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金融机构
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柱，是促进经济
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重要力
量。近年来，我国国有金融资本规模
稳步增长，实力日益壮大，管理体制
机制不断健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持
续推进，运营效益明显提升，为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但也要看到，当前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还存在职责分散、权
责不明、授权不清、布局不优，以及配
置效率有待提高、法治建设不到位等
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金
融资本体制机制，优化管理制度。面
向未来，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进程中，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发挥国有
金融资本的重要作用，依法依规管
住管好用好、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
大国有金融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

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
能力。现就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以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为前提，以提
高国有金融资本效益和国有金融机构
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中
心，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
规律为原则，以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
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导向，统筹国
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体制，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制度，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
经营，为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毫不动摇地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持国有金融
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

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更好服务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坚持统一管理。通过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制度创新。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的统一
管理、穿透管理和统计监测，强化国有
产权的全流程监管，落实全口径报告
制度。

——坚持权责明晰。厘清金融监
管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
责的机构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权责，完
善授权经营体系，清晰委托代理关
系。放管结合，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严
防国有金融资本流失。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约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问题和障碍，加强
协调，统筹施策，理顺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基本管理制度，促进国有金融资
本布局优化、运作规范和保值增值，切
实维护资本安全。

——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加强国有金融机构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管资本与管党
建相结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三）主要目标

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
“四梁八柱”，优化国有金融资本战略
布局，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增
强国有金融机构活力与控制力，促进
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更好地实现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
融改革三大基本任务。

——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制定出
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法律法规，明晰出
资人的法律地位，实现权由法授、权责
法定。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
机构依法行使相关权利，按照权责匹
配、权责对等原则，承担管理责任。

——资本布局更加合理。有进有
退、突出重点，进一步提高国有金融资
本配置效率，有效发挥国有金融资本
在金融领域的主导作用，继续保持国
家对重点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力，显
著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资本管理更加完善。以资本
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规范委托代理
关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方式，创
新资本管理机制，强化资本管理手段，
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提高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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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君
乐宝乳业集团君
源奶粉工厂，机
械手臂正在自动
抓取产品包装成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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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守信者受益
失 信 者 难 行
——中国诚信建设

深度调查

诚信建设万里行

大剧院，
建好更要用好


